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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秒盗现象视野下的著作权制度审视

赵 丰

（武汉大学 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所，武汉 430072）

摘 要：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引致网文作品传播零成本、低门槛的生态，网络文学秒盗现象已趋向泛滥化、规模化和大

众化，其发展现状呈现出时速快、盗率高、覆盖广等鲜明特点，而其危害性则涉及对网络文学本身的戕害、对著作权秩序的

侵蚀、对青少年著作权教育的荼毒以及对版权蟑螂①的诱发等。以上问题的成因从不同主体角度亦能寻得，如盗版者及平

台的利益驱使、网络读者的享受免费盗版心态、著作权制度的应对失范及网文作者和网站的短视逐利发展模式等。同时，

在著作权制度治理困境上，亦存在网络文学作品价值基础与其保护强度的协调不当、网络文学作品维权与版权蟑螂威胁的

平衡困境等新型问题。本文据此提出网文同质性应成为网文市场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准、著作权登记写入著作权法及在网

文治理中依托知识产权共同体等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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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回顾著作权法产生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脉络，传播

技术的突破一直是版权制度变革的重要动力来源，如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催生的是禁止他人翻版的垄断权

利[1]，现代复制设备（录像机、打字机、磁带录音机、复

印件、光盘刻录机等）的涌现使得技术中立规则成为

法官裁判的重要考量[2]。而随着现代互联网技术的

快速发展和全面推广，作品的数字化也已成为时代不

可逆的潮流。虽然在此趋势冲击之下，著作权保护体

系的基本架构和规则并未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但不可

否认的是，与传统纸质文学作品相比，网络文学作品

既是互联网技术的产物，同时其保护过程又受制于互

联网技术的应用。可以说，从纸质文学向网络文学迈

进，不仅仅意味着创作方式以及阅读来源的变化，其

背后所催生的作品营销模式、侵权内容及承载的利益

平衡机制，都已悄然发生了深刻的转变。首先，在作

品营销模式方面，纸质文学与网络文学之间的根本区

别还是在于作品载体的不同，前者依托于书籍、杂志、

报刊等硬载体，而后者则是以电子符号的形式存在于

软载体之上。如硬载体的出版需要一定的成本（包括

书号费、编审费、校对费、版式设计费、印刷费等），而

能否盈利的关键则在于书籍的销量，这也就意味着纸

质文学的传播对于作品的质量（包含作者、书籍知名

度等）有较高程度的要求。而与纸质文学相对照的

是，网络文学的软载体传播并无任何的印刷等现金成

本，其消耗的仅是作者的时间与体力等无形成本，因

此也催生了“大众文学”、“快餐文学”时代的到来。同

时也引发了文学创作的狂潮，使得质量参差不齐、创

作形式各异的海量文学作品充斥在网络文学市场内，

这在降低阅读门槛的同时，也让身处于网络文学作品

泛滥时代中的读者成为了平台争抢的对象。在此情

形之下所催生的商业模式为网络服务商更多地是依

靠流量费、广告费以及互联网营销手段进行盈利，而

关于作品质量的把关以及针对作品获取方式是否侵

权等所需进行的技术审查反而居于次要位置[3]；其
次，在著作权侵权内容方面，传统意义上的盗版指向

的是对作者复制权及其发行权的侵犯，其中复制权可

谓是版权的精髓和首要权利，而且为所有的国内立法

所确认，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

视为是复制之权的延伸[4]，因此，通过对复制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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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就足以遏制作品的非法使用了[5]。随着新世纪

数字时代的到来，无处不在的复制已成为大众信息交

流的生态[6]与传统复制相比，数字化的复制具有非物

质化、质量一致化、便利快捷化、普遍私人化、体量扩

大化以及成本趋零化等特点，甚至从技术层面来说，

在巨大的全球交互式网络中获取信息就意味着不可

避免的复制，复制行为的判断和控制也不再能成为准

确判断侵权的唯一信号了。由此衍生的对以复制权

为基础地位的版权法的冲击，就包括了“暂时复制”、

“网络传播行为”定性等问题，故对网络文学作品的大

规模盗版的侵权认定，现实中主要是考察其是否对著

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构成侵害，而信息网络传播

行为中的作品提供行为也往往包含了对复制行为的

评价，而纯粹地对数字化作品的大规模复制可能会因

为其操作上的隐蔽性和经济效果上的非显著性等难

以同传统盗版一样从复制行为这一源头上予以控制

和杜绝[7]；最后，在利益平衡机制方面，为促进文化的

创新及传播，著作权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

的利益平衡被视为是著作权法制度设计的基本立足

点。随着现代互联网平台的兴起，网络服务提供者逐

渐取代了传统出版商的媒介角色，而这种取代并非角

色的简单替换。如果说早期出版商的利益考量是出

于出版产业发展及作品传播的需要，那么现代网络服

务提供者所承载的则是互联网产业的生存发展及相

关科技创新的利益支点。总之，现代传播技术突破引

发的上述著作权制度变革和侵权行为治理挑战，对于

考察和审思网络文学作品秒盗现象至关重要，也期待

相关思考能为正处于修订时期的《著作权法》的完善

提供有益参考。

一、网络文学秒盗现象概述

近些年来，国内文创行业发展迅猛，其伴生的网

络文学著作权侵权问题也愈发受到重视。以百度为

例，近两年间，百度旗下的手机百度 APP等投入运

营，但该平台在未得到网络原创文学平台的授权情形

下，将包括《爵迹》《完美世界》和《斗罗大陆》等数百部

原创网络知名小说非法转载，因此，被著作权方阅文

集团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诉至法院，其累

计涉案金额已达 5 000多万元[8],但其可能带来的衍

生产品产值降低等隐性损失及对数字文化创意产业

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而这泛滥成灾的著作权

侵权问题背后，却是被网络文学界以“秒盗”来形容的

盗版之速得以加速和助推的，其也践行了用速度截取

价值的商业运行逻辑。事实上，网络文学盗版行为在

大众化、规模化发展的过程中，已呈现出网络文学盗

版现象这一外部形态和客观形式。当然，网络文学秒

盗行为在现实网络文学行业中不仅仅只是一种著作

权侵权现象，其衍生的秒盗产业链条及塑造的网络侵

权文化更需要被重点关注和有效治理。而秒盗现象

的形成可以追溯至原创网文网站建立之时，可以说二

者是共生共长的。发展至今，该现象已趋向成熟泛

滥，并走向产业化和大众化，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

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盗版速度快、体量大、覆盖广。据网文作家

“高楼大厦”曾向媒体爆料，其上传的更新章节往往一

两分钟就会被盗版。作家“龙吟满月”亦表示，对于一

般的作者来说，网络小说章节从发布到更新，其盗版

时差一般在两小时以内，最长时限也不超过一天[9]。
从这一盗版速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网络文学作品

显著区别于传统书籍、电影和音乐等，这些作品的盗

版时速往往是以单位“月”来计算的。同时，据相关数

据披露，越是大型网络文学网站发布的作品其发生盗

版的几率就越高，且盗版体量庞大，网文大神级作品

甚至已接近 100%，而一些网文网站的所有签约作品

几乎都曾被盗过，其一年所导致的损失也超过了 100
亿元[10]。

第二，盗版渠道以论坛贴吧为主，其他网站平台

亦成辅助路径。据《中国网络文学著作权保护白皮

书》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 2015年的中国网络文学用

户借助电脑阅读盗版小说的众多渠道之中，论坛贴吧

比例最高，占比 64.3%，而仅有 26.5%的用户显示看

正版小说。同时，其他网络平台如下载站、网盘和盗

版网络文学网站等也大量参与其中，这会导致通过某

一渠道的管理员禁止甚至是诉讼维权后，在其他平台

上盗版的情况仍旧屡见不鲜。不仅如此，虽然如百度

等网络平台已积极采取相应反盗版技术以应对盗版，

但随着网络盗版技术的不断跟进，反盗手段也易被破

解，进而使网络文学盗版的技术治理走入了“道高一

尺，魔高一丈”的死胡同。因此，有专家坦言，利用技

术手段打击盗版并非治理网络文学盗版乱象的根本

之策和长久之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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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形成地下黑色产业链，瓜分盗版利益。从

网络文学产业的正规盈利模式来看，一般是网文作者

与网文网站签订著作权转让或授权协议，之后网文网

站享有发表正版作品的权利，并以此吸引网文读者来

获得广告浏览量上的收入或向网文读者收取VIP阅
读费。而盗版平台则通过盗版来分流相关网文读者，

致使合法网文网站的利益受损。在这些盗版平台中，

其内部又生成了层级机制，即一家平台通过技术手段

盗版成功，其他平台则可以直接复制粘贴，使得侵权

盗版多面开花。同时网文阅读利用的就是阅读者的

跟进和好奇心理，而专业化盗版平台则利用技术手段

实现秒盗，替代性地满足了网民的阅读需求，并模仿

正规网站的盈利模式，免费提供网民阅读，并结合搜

索引擎等的推广，截获用户量，赚取巨额广告费，最后

整个链条按劳分赃。这种秒盗现象从网站原有的遵

守“服务器规则”，到现在的APP、网盘等根本无法联

系删除，其提供的盗版作品不仅错字乱码严重，而且

不注明作者等问题也常常发生。

第四，原创作者或合法网文网站针对秒盗行为维

权艰难，且维权效果不彰。虽然近些年来盗版使得网

文作者利益受损，但采取维权手段的作者却很少。现

实中积极维权的主要集中于“天蚕土豆”、“我吃西红

柿”和“唐家三少”这些网络小说作品产量高、名气大

的“大神级别”作家以及获得作品全权授权的资本体

量较大的网站。而绝大部分普通作者和中小型网文

网站不进行积极维权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维权对象难确定、维权渠道较匮乏、维权收益与付

出难成正比、举证困难、周期较长以及诉讼打击后盗

版者改头换面卷土重来概率高（效果差）等，这已成为

网文作家及网文网站维权时所必须面对的艰难挑战。

因此，有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曾针对秒盗问题表示，

司法资源是有限的，而秒盗现象又如此泛滥，仅通过

司法途径维权成本很高，也难以根治，亟待综合

治理[12]。

二、网络文学秒盗现象的危害

随着全球进入信息化时代，网络文学的盗版现象

已成为世界之观，而并非我国独有。相较于其他国家

和地区，我国的互联网用户量巨大、网络文学创作产

量庞大且大规模盗版现象更为严重，因此，其危害也

呈现出扩大化和多样化的趋势。从社会学和经济学

角度来看，网络文学秒盗现象催生了知识共享的规模

经济，加速了网络文学作品的传播速度，拓宽了其传

播渠道。不过，网络文学盗版现象客观上所带来的这

些效益，难以抵销其所引发的多种负面效应及相关社

会危害。

第一，“秒盗”现象的无节制发展最终将戕害网络

文学创作本身。正如上文所析，盗版的盛行使得作者

及其网文网站在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原版的阅读量和

网站的收入，进而从根本上削弱了网络作家创作的积

极性，也将使网络文学的后续产业资源的更新和发展

陷入枯竭。如《中国网络文学著作权保护白皮书》显

示，我国 2014年网络文学盗版如按正版价计算，在个

人计算机端口和移动端付费阅读收入损失就达 77．
7亿元，除此之外的很多隐性损失则无法估量。这也

进一步导致一些作者由于受盗版影响而收入过低，致

使其无法依靠网络文学创作维系正常生活，而被迫放

弃网络文学写作。同时，秒盗现象也催生和加剧着网

络文学创作的寡头之势，正如所见，网络文学作品的

创作和发展阶段已历经初始期而进入发展期，各大原

创网文运营平台设置了诸如“神级写手”、“网络写

手”、“扑街写手”和“新人写手”等作家等级，而“神级

写手”排位趋向稳定。因此，现实中也多为“大神级”

作家以及资本体量较大的网络文学网站积极维权，难

以维权的作家和中小网站则处于收入的较低端且时

刻面临秒盗侵权的风险，从而在优胜劣汰的森林法则

中，神级写手和大型网站愈发强势。但与此相伴的

是，神级写手作品低质、抄袭、代写以及大型网站霸权

剥削写手的事件却屡屡发生，网络文学作品整体的优

质性和多样性也遭受冲击，可见网络文学创作的发展

仍亟待改观。

第二，“秒盗”现象的规模化和大众化破坏了网络

的著作权秩序。我国历经几十年正在逐渐建立起来

的著作权生态，在网络文学中趋向恶化。首先，对于

著作权人而言，他们吸引和凝聚读者的能力被削弱，

实践中很多盗版网站或其他平台往往不对盗版作品

进行署名，网络读者难以通过盗版渠道发布的作品对

作者及其创作产生认同感，而秒盗现象横行所带来的

较差的用户体验，如乱码、错字等，也让网络作家背负

了更多的负能量；其次，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模性侵

犯导致网络文学著作权价值流失，网络文学作家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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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时间和智力创作的作品在网络出售的著作权价

格趋向于走低的态势，即便是如此低廉的价格，仍受

到盗版的持续侵袭，那么“盗版引致低价，低价容易盗

版”的恶性循环也必将不断挤压网络文学著作权的价

值空间，让劳动与付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最后，

对于著作权侵权责任制度而言，网络文学生态中的盗

版行为的泛滥必将助长侵权者的气焰，亦会让其迷失

在盗版可为的违法意识之中，进一步催化着网络文学

盗版的规模化和大众化问题，这也将对于现时著作权

制度的刹车机制构成挑战。

第三，“秒盗”现象扭曲了青少年的著作权教育。

网络文学依托于网络平台，其语言更具时代性，在主

角塑造和主题建构上也更贴近年轻人，易与年轻读者

产生共鸣，因而其受众也趋向年轻化。据有关数据统

计，21岁以下的读者在受众年龄分布上占比 39%，且

绝大部分集中于“00后”和“90后”[13]，显示出青少年

群体逐渐发展成为网络文学市场中的主力军。而盗

版实质上是作品的盗窃，因此有学者认为，随着互联

网和移动设备普及率的提高，读者年龄越来越小，倘

若青少年从小就浸染在阅读盗版的环境中成长，没有

树立尊重网络文学作者的劳动成果的意识，没能养成

自觉为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买单”的良好习惯，就好

比从小就给他们种下了盗窃的种子，而这颗恶种的萌

发无疑会误导他们未来的道德意识和行为处事，这对

于大力提倡科教兴国的民族的发展来说是可悲的[14]。
当然，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治教育的推广依然是治理

盗版现象的重要手段，但是缺乏对盗版行为的理性认

识和约束自身行为的行动，秒盗等现象依然会层出不

穷，甚至波及到其他互联网新兴领域而无法根治。

第四，“秒盗”现象为版权蟑螂提供滋生和发展的

土壤。正如专利劫持问题中大量问题专利的存在成

为专利劫持诱发的土壤，而规模化、大众化和便捷化

的网文盗版转载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版权蟑螂成为

著作权制度的潜在威胁，这也与版权蟑螂的发展趋势

紧密相关。以 2012年为节点，2012年以前，著作权诉

讼的被告以未经许可在网上使用或上传他人作品的

企业、个人及盗版作品传播提供平台的技术服务供应

商为主，而 2012年之后，版权蟑螂诉讼则发生了明显

转变，如原始权利人的诉讼显著增多而继受权利人的

诉讼相应减少、诉讼对象上个人作为被诉人增多而企

业（尤其是技术服务供应商）减少等[15]。而如北京三

面向著作权代理公司等的兴起，其运作模式就是通过

网络搜索点击率高的作品，然后联系作者以出书为由

等签订著作权合同，随后起诉曾转载该文章的网站，

索赔侵权费用。现实中三面向公司大张旗鼓地与所

有的盗版者为敌而获利，其胜诉率也高达 99%[16]。结

合如上两点所析，规模化、大众化和便捷化的网文盗

版为商业维权的模式走向版权蟑螂一端提供契机，但

其行为本身可能引发的大量滥诉、埋没作品实际价值

以及对社会创新的寒蝉效应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审思。

三、网络文学秒盗现象的成因

任何问题和现象的存在均非无根之果，网络文学

秒盗现象也有其著作权制度内外的症结所在，尤其我

们要关注其在传统著作权法范畴里的生成原因。正

如我们所知，复制和传播技术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

会引起著作权法的相应变革，其所呈现的是著作权的

扩张历史。而网络文学秒盗使得复制和传播技术在

互联网文学里显现出非同一般著作权作品的传播现

象，因此，我们需要从其成因上获得些制度反思。综

合各家实践与理论的研究成果，本文拟从网络文学秒

盗行为的参与及规制的主体视角出发，将该现象的主

要成因总结如下：

（一）盗版者及平台：经济利益驱使
从盗版者及其他网络平台角度看，经济利益驱使

可谓是最核心、最直接的原因。从如上黑色产业链的

分析可知，网络文学经济链背后潜藏着复杂且巨大的

灰色利益，且该盈利模式极易复制，而且有众多合法

或非法的产品经销商愿意藉此付费发布广告，因此众

多盗版者层出不穷、趋之若鹜。同时，从技术因素来

说，网络技术使得侵权非常容易，侵权成本也大大降

低，因网络文学以文字的形式呈现，盗版者只需对内

容进行复制粘贴即可，即使是原创授权网站采取技术

措施禁止复制和网上截图等，盗版者依然可以利用照

片拍摄、极速打字等方式进行破解发布，使网络文学

作品的传播达到空前迅速的状态。另外，其他平台诸

如搜索引擎等也在其中推波助澜，譬如一些搜索引擎

在利益的驱动下，依然会将盗版网站的链接排在众多

搜索结果的最前列，而盗版者利用论坛、专业化盗版

网络文学站点、P2P下载、文档分享平台、移动APP、
浏览器聚合等盗版模式，也使得传播渠道趋向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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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而反向加大打击难度。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

些盗版者也经常在其发布平台上大肆宣扬“网文不应

付费，而是作者贪财”等观念，或打着“知识传播自由、

资源理应共享”等旗号使得网络文学生态进一步

恶化。

（二）网民读者：享受免费盗版心态
从网民读者角度看，虽然我国知识产权相关法律

规范正在逐步完善，政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知识

产权市场也得到巨大开发，这使得我国的知识产权建

设在近年来取得长足发展。但正如费孝通描述文字

下乡的感悟一样，知识产权的构建是属于庙堂性的，

只有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知识产权才

能下乡[17]。显然普通网民读者们还未“接受”这样一

种著作权制度，观念中也并没形成维护著作权和抵制

盗版的意识，进而引致消费心态的误区。现实中，网

民读者一般认为网络文学只是生活中的一种消遣类

阅读，其文化等级是较低的，也根本没有所谓智力劳

动成果的概念，反而会认为这些作者或运营网站收费

是一种敛财行为，认为读纸质书需要花钱而读网文就

该免费的消费心理也一直占据着网文消费主流。同

时，网民读者趋向于年轻化，其也“习惯”了享受免费

的盗版，“不习惯”为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买单，宁可

牺牲所谓的用户体验，也不愿为此付费。同时秒盗的

肆虐横行，盗版可以免费看的现实，也加重了网民读

者的省钱经济考量，进一步强化着其无著作权意识的

生长，也催使着这些网民读者投入盗版观众的大流。

（三）著作权制度：应对失范及效果甚微
从立法、执法和司法角度看，我国《著作权法》第

三次修改的结果尚无定论，但秒盗现象的泛滥已使得

现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失灵状态。譬如，我国

《著作权法》对于网络文学的侵权赔偿额度设定最高

为 50万元，而在著作权案件中，78%左右的案件适用

法定赔偿，法官根据案情酌情处理，而现实实践中法

官也通常是由自己酌定，其裁判数额也远远低于权利

人的预期。当年在盛大文学状告百度一案中，法院判

赔 50万元，这成为我国网络文学案中第一例获得最

高法定赔偿额的案件，但其惩罚对于市值上百亿美元

的企业来讲简直微不足道，对于秒盗现象的遏制来说

也是效果甚微[18]。司法程序方面，正如上文所述原创

作者或授权网站针对秒盗现象维权面临成本高、效果

差、周期长、赔偿低等多重艰难，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也

难以应对大规模的网文秒盗问题。而执法程序方面，

网络文化监管也成为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在

实际的执法办案中，处理一起网络文化市场违法案件

也较为困难，多数情况下需要多家部门的联合参与，

譬如在一起网络盗版案件中，查处违法行为的责任人

需要公安部门的协助，查处网站 ICP备案信息需要通

管部门协助，查处网站服务器则需要电信部门协助，

但目前这种联动机制并不健全，实践起来也确有难

度。这些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不力和艰难，成为了监

管和治理秒盗行为的缺口，也使得秒盗行为得以进一

步滋生和泛滥。

（四）网文作者及网站：短视的逐利发展

模式
从网文作者和网文网站角度看，他们并非只是单

纯的网络文学秒盗现象的受害者，尤其是网文网站的

逐利发展模式和初始维权意识也为秒盗现象提供了

温床。虽然，其自有的问题不应成为盗版的借口和理

由，但是其问题的存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知

识财产”的基础。从其逐利发展模式看，网文作者和

网文网站在乎的只是网文的关注度和点击量，其并不

在乎网络文学的泛滥和低质化问题，致使现在的网络

文学呈现出“千篇一律”、“思想恶浊”、“文采低劣”以

及“写手代写”等显著特点。而波斯纳等学者认为，法

律意义上的财产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其因稀缺而具

有价值[19]，对于知识产权来说尤其如此。但网络文学

的泛滥和低质化恰恰在摧毁着其作为财产的价值基

础。因此说，其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消费者产生了大量

网络文学作品为文化等级较低读物的观念，对其著作

权的意识也呈现出弱化趋势。而从其维权意识来讲，

秒盗现象是伴随着原创网文网站的建立而兴起的，其

在技术维权和法律维权的道路上，都是在有了实际的

重大利益损失后，才开始加强二者渠道的寻求和重视

的。虽然这与网文作者和网文网站开始的推广经营

策略有关，但大量网文作品的涌入确实开启了免费阅

读的闸口。

四、网络文学秒盗现象的著作权

治理困境

结合以上网络文学秒盗现象的特点、危害和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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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形成如下认识，即秒盗现象的

治理是需立足中国实际的综合系统工程，仅靠技术或

著作权制度等的单项治理是无法从根本上杜绝秒盗

现象的，但是反过来讲，该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著作

权制度的配套设计和法律指引。同时，我们要认识

到，自 18世纪后期开始，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一直推动

着著作权制度的发展，相应地，其带来的是对旧制度

的冲击和挑战，而网络文学秒盗现象无疑是借助互联

网的迅猛发展而催生出的更为规模化、大众化和便捷

化的著作权侵权模式，其所带来的治理困境同样客观

存在且颇具挑战。

（一）困境一：网络文学作品价值基础与

其保护强度的协调困境
网络文学作品价值基础在实践中所受到的挑战

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文学作品的泛滥使

其稀缺性显著降低，相应的可替代性增加。从众多网

文网站发布的作品来看，现在的小说创作在人物形象

设置上千篇一律，作者们的竞相模仿使得大批形象雷

同且风格相似的作品层出，甚至逐渐形成模版而缺乏

鲜明个性和特色，网文的发展也已从自娱自乐的家庭

作坊模式进化至批量生产、标准规格、流水线作业的

工业时代[20]；二是网络文学作品的低质化使其作品本

身的阅读价值下降，在诸多类型的网文作品中，低级

文化读物已成为其关联的标签。以玄幻、武侠、都市

穿越和总裁类网文小说为例，这些作品普遍盛行着英

雄主义，严重脱离了现实[21]。同时，现实中各大小网

站的网文作品字数，几乎均以百万字为合格线，字数

成为订阅分成利润的关键，因此论坛、贴吧、QQ群中

充斥着无数网文工作室，以千字二到十元的价格招募

各式写手，此时工作室往往会提供一个千篇一律的大

纲，提前设置“主角升级”的副本，然后将副本分发给

应募写手，要求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几万字的写作任

务，工作室组装后一部字数甚巨的网文由此诞生；三

是网络文学作品营销价格与传播成本的低位运行已

成常态，其依附的价格定位功能的重要性已显著降

低。数字阅读相比纸质媒体，省却了纸张、印刷、库存

及运营的高昂成本，轻松拥有海量字数使得一部作品

在网络物理形态上成为可能，加之网文写作已成为一

项技术含量较低的生意，大量的工作室成为车间工

头，码字者成为流水线工人，其价格低位也就成为市

场趋势了。当然，符合我国《著作权法》作品构成要件

的网络文学作品均应受到法律保护，但其价值的低化

趋势能否与现有保护强度相称，所谓的加大盗版立法

惩罚和执法力度呼声，其会使网络文学作品走向精品

化之路还是低端泛滥更甚，尤其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二）困境二：法定赔偿的适用与最高额

设定的实践困境
有学者认为对于网络文学作品来说，因其损失或

受益的认定和举证十分困难，法官往往在法定赔偿额

内自由裁量，而侵权损害的法定赔偿的标准又明显偏

低，因此法律赔偿额度较低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助长

了网文盗版行为的泛滥，并进一步呼吁《著作权法》修

法时应提高法定赔偿的上限，并针对性地对侵害网文

作品数量多或影响大的网络平台引入惩罚性赔偿[22]。
诚然，该种呼声意图利用侵权赔偿和惩罚的法律杠杆

来抑制网文侵权行为，可能具有一定的震慑效果，但

法定赔偿的功能，事实上虽然一方面在难以精确赔偿

数额时，应最大限度补偿和填补被侵权人所遭受的损

失，另一方面基于情节和作品价值等因素的考量，适

度增加赔偿数额以对侵权人进行一定程度的惩罚和

吓阻。但是，如果在实践适用中，过分重视法定赔偿

的惩罚性功能和大幅度提高最高额上限，则会在一定

程度上激励著作权人的维权诉讼。这看似会弥合现

阶段网文作者和中小网文运营平台维权诉讼不足的

现状，意图让维权成本和获赔间实现平衡，但是，这相

应带来的对司法资源的大量需求、可能刺激的版权蟑

螂威胁、惩罚性赔偿适用带来的难题以及正处于上升

期的网络文学传播知识共享的缔造困境则会相应显

现。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固有

的法定赔偿适用混乱的问题，如注重权利人损失而忽

视侵权人所得、缺乏对侵权人自身经济承担能力的考

虑等尚未得到解决[23]。从域外来看，2016年 1月，美

国商务部公布《混音、首次销售和法定损害赔偿白皮

书》提出了一些法定赔偿适用的整改建议，其主旨是

要针对群体侵权区别对待，降低法定赔偿的惩罚性程

度使得法定赔偿的补偿性功能得到理性回归，但是其

也存在作品保护力度上的局限，且无论怎样设定最高

额或重心放在补偿性功能上，对普通用户的盗版转载

行为而言都构成了一定的负担[24]。因此说我国法定

赔偿的适用与最高额设定的实践困境依然明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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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困境三：网络文学作品维权与版权

蟑螂威胁的平衡困境
版权蟑螂问题在网络文学作品的盗版维权上还

未完全显现出来，但其潜在的威胁及未来著作权制度

的设计规划都警示着我们，在网络文学作品维权方面

要持有危机意识和敏锐眼光。从形成机制来看，网络

文学作品作者发起维权诉讼，其实本身并不违反著作

权法及其相关规则，且可直接或间接地维护权利人的

利益，有利于阻遏侵权行为的发生。但是，版权蟑螂

利用资本优势而介入网络文学作品创新市场的诉讼

投机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骚扰到作品创新主体及一

般的网络用户，甚至使得作品成为投机盈利工具而埋

没其作品本身价值，进一步加剧作品的泛滥化和劣质

化，这也印证了潜在的版权蟑螂威胁具有双刃效果。

相比于我国，版权蟑螂问题在美国较为严重，其主要

基于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对著作权的保护力度较大，

侵权损害赔偿额度高；二是关于网络空间的权力边界

的界定依然不明确，其侵权现象较为泛滥。相比之

下，我国在侵权损害赔偿额度上规定较低，但网络空

间盗版现象更为严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即我国用

过低的侵权损害赔偿额度抑制了版权蟑螂行为，但是

网络空间盗版现象却进一步加剧。因此，对于秒盗现

象的治理问题，也即网络文学作品的维权问题，我们

不能仅简单地抱持通过使维权诉讼更方便化和维权

力度更扩大化的态度来考量其维权问题，而应考虑通

过著作权法的治理，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及网络文学作

品的发展情势下，做到对著作权人包括作者、网文运

营平台及资本介入的维权实体等的利益的充分保护，

同时又要结合相关措施将其可能对公众利益带来的

损失有效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从而未雨绸缪，破解

网络文学作品维权与其蟑螂威胁博弈带来的平衡

困境。

五、著作权制度应对的法律审思

近年来，网络文学秒盗行为的规制和预防已在社

会的共同努力下初显成效，如国际交易所联盟和国家

版权交易中心联盟举行了“智慧保险箱”及“甄品”系

统的上线仪式，为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认定和举证

提供便利服务[25]；百度贴吧在大型网络文学网站和知

名网文作者的维权压力下公告全面整顿清查盗版侵

权现象，其在一日之内关闭文学目录类 70 000余个

贴吧，被网文作者称为打击网络文学作品侵权的关键

迈步[26]；以及中国网络文学版权联盟成立并发表自律

公约，同时，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发布《关于加强网

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旨在建

立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的“黑白名单制度”[27]。这些举

措无疑对于打击网络文学秒盗行为具有积极效应，但

要结合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才能形成更好的震慑效

果。而网络文学秒盗现象的治理，从著作权制度层面

来讲，关键在于网络文学作品的权利保护、价值认定

和侵权责任的设计问题。因此，结合以上行业发展生

态、治理困境及《著作权法》三次修改稿的内容，拟提

出如下建议：

（一）网文同质性的考察应成为判断其市

场价值的重要标准
在现时代，知识财产的不断丰富挑战了工业时代

的稀缺规则，因此，网络文学作品的稀有性逐渐减弱，

可替代性显著增加。当然，这种现象的发生也并不仅

限于网路文学这一单一领域或产业。整体上来看，知

识信息的丰富加剧了消费者注意力的贫乏[28]，使得消

费者的注意力成为了稀缺资源，也成为广告浏览费等

的经济收入来源。如同有学者指明，在新经济中，资

金、劳力和知识都供应充足，短缺的只是人的注意

力[29]。从我国实践中视频网站起诉软件开发商对其

广告快进和屏蔽系列案来看②，其反映出消费者注意

力所带来的市场价值，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维系一些

网站平台生存的决定性因素。马斯洛曾提出“需要层

次理论”，包含生理需求、社交需求、认知需要以及审

美需求等，其也显著反映在网络文学作品的类型模式

中，新时期的转型和价值观的冲击，让网文多类型的

发展成为刚需，但这自由发展的十几年间，各类基本

需求得到了充分、重复的满足，其发展阶段已超越初

级而进入高级，网文现状却难以满足网文读者日益增

② 见合一公司与金山公司案［2014］一中民终字第3283号民事判决、爱奇艺公司与极科极客公司案［2014］京知民终字第79

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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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文化需求[30]。按照马斯洛的理论，那些已经得到

满足的需求难以再成为文化发展的激励要素，因此，

在网络文学作品的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是非同质性因

素对消费者（亦即网文读者）注意力的吸引愈发明显。

除此考量因素之外，国外也有学者批评，著作权法对

著作专用权的创建显现的是对特定行业特征的不敏

感性，即将价值数亿的电影与价值几元的网络作品同

等对待，而实行相同的规则，难以清楚关注到不同产

业的特定形式和专用理由，不利于专注到每个知识产

权所能保护的最优水平[31]。而其运用到侵权救济尤

其是法定赔偿额计算标准亦有此嫌。现有法定赔偿

的考量因素中，有指导意见将作品市场价值作为选择

性标准与合理许可使用费、作品类型及独创性程度等

并列，其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模糊的规则，并无明

确指明内涵要素，所谓作品类型及独创性程度也不过

是同质性内容的某些方面，而且应以包含关系作规范

而非并列关系。而网络文学作品的另一特殊性，即网

文作品的泛滥化、低质化和同质化趋势，其不仅需要

市场杠杆发挥决定性作用，也需要法律规范在作品市

场价值衡量上的引导，以确保著作权法第一条开宗明

义的“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

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

的发展与繁荣”的立法宗旨。

（二）法定赔偿不设最低赔偿限额，适度

调高最高赔偿限额
一些学者认为《著作权法》在法定赔偿设计中，只

规定了法定赔偿的最高限额，而未规定最低限额，其

使得法定赔偿的适用过程中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而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适用中也多存在滥用的可能[32]。
诚然，这种可能的现象的确存在，但其存在的原由并

非一定归结于最低赔偿限额。首先，法定赔偿的适用

前提是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及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

充分证据以确定赔偿数额时，方才根据双方提供的客

观的证据材料，包括原告可能的损失或被告可能的获

利、作品的类型、合理许可使用费、作品的知名度和市

场价值等，在最高限额之下确定一个赔偿数额，这也

决定了具体案件之间的裁判数额会出现一定的幅度，

因此，参差不齐的判决数额只是表象问题，其不能作

为最低赔偿限额缺失的固有缺陷来佐证；其次，网络

文学作品本身呈现出水平高低不齐的现状，尤其是泛

滥化和低质化较为严重，价值趋低化明显，而设定一

个最低限额一来不符合公平原则，会加重侵权人尤其

是一般网文阅读者的负担，甚至埋下版权蟑螂的隐

患，同时对于网络作品泛滥化和低质化的倾向也非得

当的法律治理；最后，如果最低限额设定过低，其本身

发挥的效果也堪忧，高一些则会对于处理价值极低、

社会影响很小的案件的灵活性产生束缚，所以本文不

建议《著作权》修法中设定法定赔偿的最低限额。

关于其最高赔偿限额，一些学者认为提高本身不

能根本解决赔偿额低的问题，其理由是法定赔偿是在

缺乏相应证据的时候方适用的，所以法院也无法在没

有证据的情况下给被侵权者高额的法定赔偿[33]。这

样的隐忧确有一定的合理性，归根结底还是强调法院

对法定赔偿额的裁量要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我

们不能忽视的是，调高最高赔偿限额针对的不只是一

般网络文学作品赔偿额度较低的问题，也不是为了去

单纯解决该赔偿低的问题，其也应针对随着小部分优

秀网络文学作品优质 IP的发展，法定赔偿适用其最

高限额可能带来的填平功能不足的问题。同时，从我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来看，其关于法律责任的

修改均直接增加或适用比例方式调高罚款额度，而从

一些学者主张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的关系类似于特

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来看[34]，适度调高法定赔偿的最

高赔偿限额也是立法趋势，《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一

稿，也确实将法定赔偿上限从 50万扩大到 100万，并

对反复侵权者将其赔偿额增至 1至 3倍。所以，本文

认为这样的修订对于未来网络文学作品的维权，尤其

是对于优质网络文学作品的发展是具有裨益的，故理

应坚持。

（三）著作权登记写入著作权法，优化著

作权法保护体系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已将著作权登记制度

纳入其中，但有关著作权登记的范围、效力以及收费

问题均争议颇多[35]。故针对著作权登记制度纳入著

作权法是否有其必要性的问题，已有学者从著作权法

所调整的权利义务关系、著作权登记的本质作用及立

法法的要求层面作出了肯定态度的阐释及回应[36]。
而从治理网络文学作品盗版现象、预防版权蟑螂潜在

威胁及平衡网文作品的各方利益角度出发，将著作权

登记制度纳入著作权法也确实符合现实需要。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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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网络文学作品盗版现象来讲，大量网络文学作品盗

版的渠道多集中于贴吧、文库和网盘，其纠纷也层出

不穷，因此，在百度文库事件发生之后，百度公司屈于

版权界的压力及对未来法律风险的应对，其不断呼吁

权利人登记，并开放作者认证吧主申请通道，意在建

立盗版特征库来打击盗版，并且已在 2017年实现机

器 24小时内容审核。也就是说在现今互联网时代，

信息登记手段已很便捷，运用登记制度完成网络版权

海量交易、侵权追踪已成为可能，但是在利用第三方

平台实现作品权利认证的同时，其所提出的登记凭证

的效力性和权威性问题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而著作

权登记工作本身从条例、规章、办法的层次上升到

法律形式，以降低相关方版权交易的风险及避免登记

所带来的权属争议问题则符合现时代需要。从预防

版权蟑螂的潜在威胁上来说，其一的构成要件便为泛

滥的盗版现象，而尤其是作为普通网文读者可能涉及

的盗版转载情况，因此，杜绝盗版泛滥现象和净化著

作权市场是规制版权蟑螂的根本途径。而著作权登

记则为第三方平台审核上传作品提供法律支撑和保

障服务，使得普通网文读者的盗版转载得到有效抑

制，既保护了网文原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又在一

定程度上保护了普通网文读者在其合理范围内不被

追究法律责任，从而通过法律与技术手段并用的方式

阻遏版权蟑螂的发育条件，因此说著作权登记既是治

理盗版现象的有效手段，又是预防版权蟑螂的选择机

制。而关于平衡网文作品的各方利益，有学者指出，

本次著作权法每个条款的修改，在其背后都附着着利

益集团的代表，但是公民的个人权利，如个人目的使

用和教育目的使用等，则缺乏相应的代表和重视[37]。
而如上所析的著作权登记在原创作者维权、普通网文

读者的权利保护上则起到双重保护的作用，所以其并

不仅是对权利人及执法者的偏袒，相反体现的是多方

权利的维护。因此，从治理网络文学作品盗版视角出

发，著作权登记确有入法的必要性。

（四）构建知识产权共同体，营造知识产

权保护的良性生态
包括网文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问题，

在法院内外的认识其实是非常相反的，甚至呈现出完

全不同的观点，即就法院外部来讲，其观点认为现阶

段赔偿过低、保护力度不够，而从法院内部来讲，法官

已经感觉其做了很大努力，一直在积极保护，觉得赔

偿数额并不低[38]。这彰显出巨大的内外差别，也凸显

了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问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但归根

结底还是在于知识产权共同理念的认知上和制度实

践的合作上缺乏共识。从现实来看，法院外部的主观

评价是基于一定的诉讼规律表象造成的，即诉求请求

与判赔数额的差距较大、法定赔偿适用比例居高不

下、整体赔判数额低、证据保全和调查取证申请支持

率不高、全国各地法院判赔数额差异较大、律师等合

理开支支持不足、许可费证据审查过严而难以得到支

持等问题已具有常态性，因此，原告方对于知识产权

诉讼的举证问题上是具有一定懈怠性的。而从法院

内部来看，诉讼证据欠缺、知识产权商业价值不高、法

定赔偿的恶性循环、许可费难以参考、商业维权目的

偏离、鉴定评估机制缺失等因素也一直困扰着法官的

审判视线。因此，没有共同的知识产权理念做基础，

没有审判实践的合作共识，知识产权的维权建设将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著作权法》的修法过程也是进

一步凝聚相关知识产权参与方的理念和合作共识的

过程，这也要求知识产权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各方的参

与，其中当事人特别是原告及其代理律师要发挥重要

作用。更重要地是，若要改善和维持知识产权共同体

生态圈的健康、持续发展，应至少在以下三个方向做

进一步的努力：首先，从共识层面上来看，知识产权共

同体的建设应使得参与各方在理性基础之上达成知

识产权理念上、规则上和机制上的认知共识，并加强

相互之间的共同合作，其合作方式应加强沟通，而非

互相指责；其次，从治理结构上来说，应推动法律代理

服务、法官审判方式、知识产权机制更加精细化，这样

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寻得赔偿的最佳定位

和范围；最后，各司其职才是最佳路径，知识产权审判

实践应坚持加大保护力度的理念，通过积极引导当事

人的举证和举证妨碍制度的应用，更好地提高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应配合诉讼程序积极

举证和抗辩，而鉴定机构能够理性进行鉴定，让知识

产权的保护回归市场价值，赔偿则会取到较好的效

果，进而得到参与方的认可，最终进一步融铸知识产

权共同体的建设，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的良性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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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Copyrigh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ant Piracy
of Network Literature

ZHAO Feng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leads to an ecology of zero cost and low threshold for the
spread of network literature works. The phenomenon of instant piracy in network literature has become widespread,
large-scale and popular.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its situ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fast speed, high piracy rate and
wide coverage, and its harmfulness involves the destruction of network literature itself, the erosion of copyright order,
the destruction of juvenile copyright education and the inducement of copyright cockroaches. The causes of the above
problems can be fou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subjects, such as the drive of the interests of piracy and plat⁃
forms, the free piracy mentality of internet readers, the failure of the copyright system to respond to the problem , and
the short-sighted development model of authors and websites.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dilemma of the governance of
the copyright system, there also exist new problems such as the improper coordination of the value base of network liter⁃
ature works and its protection intensity, the balance dilemma of the protection of network literature works and the
threat of copyright cockroach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homogeneity should become an important crite⁃
rion for judging the market value of network literature, the registration of copyrights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copy⁃
right law, and the management of network literature ought to rely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munity.
Key words: internet technology; network literature; instant piracy; copyright cockroaches; right of dissemination via in⁃
formation networks

印度版权领域的权利用尽原则探析

魏钢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印度《1957年版权法》已有权利用尽原则的相关内容，但未在立法层面明确规定版权领域中权利用尽原则适用的地

域范围，而印度司法实践却在版权领域奉行国内权利用尽原则。印度 2012年修订《1957年版权法》时，试图明确在版权领

域奉行国际权利用尽原则，但因出版商的强烈反对未获成功。因此，印度在版权领域奉行的仍是国内权利用尽原则。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和“丝路书香工程”的深入开展，中国与印度之间版权作品的交流将会越来越密切。准确把握印度版权领

域的权利用尽原则，将更好地助力中国出版业“出海”印度以及印度优秀的版权作品输入中国。

关键词：印度版权法；权利用尽原则；国内权利用尽；国际权利用尽；平行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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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权利用尽原则又称首次销售原则，是指知识产权

权利人将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商品首次对外出售后，就

无权控制该商品的再次流转。权利用尽原则按权利

用尽的地域范围划分，可分为国内权利用尽原则、区

域权利用尽原则和国际权利用尽原则。国内权利用

尽原则指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商品在本国首次出售后，

知识产权权利人在该国内的专有权即告终止。区域

权利用尽原则指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商品在某一特定

区域首次出售后，知识产权权利人在该区域内的专有

权即告终止。欧盟奉行的就是区域权利用尽原则。

国际权利用尽原则指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商品一旦在

世界任何地方首次出售，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全世界范

围内的专有权即告终止，随之丧失了对该作品的控

制权。

2012年起，中国已成为继英国、美国、新加坡之

后，印度的第四大进口书籍来源国 [1]。近年来，也有

越来越多的印度版权作品输入中国，给印度文化产业

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例如，2017年，印度电影《摔跤

吧！爸爸》在中国掀起了观影热潮，取得了近 13亿元

的票房收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丝路书香工

程”的深入开展，中国与印度之间版权作品的交流将

会越来越密切。而印度在版权领域奉行何种权利用

尽原则又将影响中国与印度版权交流中双方的权利

义务。因此，探析印度版权领域的权利用尽原则有显

著的现实意义。

一、印度版权领域权利用尽原则

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印度《1957年版权法》（Copyright Act, 1957）虽

未用明确的文字提及权利用尽原则，但从该法的有关

条文内容可知，印度版权法中存在权利用尽原则的相

关规定。印度《1957年版权法》关于权利用尽原则的

内容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就文学作品、戏剧作品、音乐作品和美术作品，

《1957年版权法》第 14条第（a）和（c）款规定：“版权包

括向公众发行该作品尚未进入流通环节的复制品的

专有权，已销售过一次的复制品应视为已流通的复制

品。”因此，文学作品、戏剧作品、音乐作品和美术作品

的复制品在首次销售后导致版权权利用尽，版权人随

之丧失了对该复制品继续流通的控制权。

就电影作品和录音制品，《1957年版权法》第 14
条第（d）和（e）款规定：“版权包括销售、许诺销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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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Patent Open License in the Era of "Internet +"

BU Hong-xing
(Schoo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00,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introducing the patent open license system into China is to simplify the trading process
of patent license.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patent open license can be combined with the internet to build an open-
licensed e-commerce trading platform. This not only solves the problem of low patent license rate, but also helps paten⁃
tees realize the advantages of reducing patent costs, strengthening corporate promotion, and improving patent layou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otential risks in opening the license trading platform.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adminis⁃
trativ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establish a sound administrative supervi⁃
sion system to solve the problems.
Key words: internet; patent license; open license; e-commerce; trading platform;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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